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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湖南日报 2月 25 日讯（记者 王
文）长沙市 2020 年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计划今天发布，共铺排市政基础设施项
目 476 个，预估项目总投资 2448.27 亿
元，2020年年度预计投资457.33亿元。

今年，长沙将围绕轨道交通建设、
综合交通枢纽、六大片区配套等 8个方
面建设重点进行项目铺排。该市将大力
推进“三干一轨四连线”，实现洞株公
路、芙蓉南路及潭州大道一段快速化改
造建成通车，实施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
西环线一期工程建设，启动部分站点和

区间主体结构施工，完成潇湘大道道路
工程、力争启动新韶山南路建设，加快
长株潭三市融步伐。

长沙已有 1 号线、2 号线、4 号线等
3条地铁线投入运营，今年将持续推进
轨道交通建设力度，实现 2 条线试运
营、2 条线推进建设、2 条线开工建设。
其中，地铁 3号线及 5号线于 2020 年 7
月实现试运营，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
161 公里；1 号线北延一期、2 号线西延
二期工程开工建设。

该市还将围绕高铁西站建设、黄花

机场改扩建、汽车南站投运等综合交通
枢纽启动配套路网建设,完善市政设施
配套；加快城区骨干路网建设，完成红
旗路、时代阳光大道等主要干道建设，
推进万家丽路快速化改造北延线、中意
路、麓景路、长望路等项目；推进并完成
20条城区断头路、瓶颈路改造，完善城
市总体功能。

此外，长沙市将着力完善六大片区
配套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南部片
区重点构建长株潭“30 分钟交通圈”,
继续推进片区次支路网建设及既有设

施提质改造；马栏山视频文创园完成
东二环鸭子铺立交改造工程和马栏山
公园，启动西龙路、马栏山片区支一路
等 5 个项目建设；高铁会展片区完成
片区主要干道建设，路网架构整体成
型，继续推进浏阳河防洪堤整治及会
展中心周边配套设施建设；临空经济
示范区重点推进机场周边集疏运道路
及其他配套设施建设；岳麓山国家大
学科技城、湖南金融中心结合湘江新
区总体计划安排，推进完善片区基础
设施。

湖南日报2月25日讯(记者 杨玉
菡 通讯员 李毅)连日来，益阳市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有效稳定经济社会运
行秩序，高效恢复了城市正常运转。

全面复市，有力推动商贸外贸流
通。益阳着力保障商品供应，启动了生
活必需品和应急商品日报制度，科学
组织产销对接。全市已有 911 家超市、
3711 家便利店、154 家食品生产企业、
107 个农贸市场、1245 家药店开门经
营，营业率均达 90%以上。着力丰富商
业模式，创新了电商“不接触配送”服
务和商场超市“团购到家”等采购模
式，已为全市 123 个小区的 2.4 万余名
线上客户配送了生活必需品。同时，着
力优化出关服务。通过设立“疫情防控
快速通关窗口”、安排专属协调员，益
阳海关累计受理出口申报 70 批，为企
业办理出口原产地签证528单。

全线复运，有力推动人流物流畅
通。益阳全面放开市内高速公路出入
口和国省主干道，全面撤销市境内公
路交通疫情检测卡点，全面恢复市域
汽车客运站运营，并陆续恢复城市公
交线路和出租车运营。目前，全市省际
客运班线发班 10条、市际班线发班 26
条、县际县内班线发班76条，恢复公交
线路 39 条。益阳还推出“一对一”精准
服务，协调 228家物流企业、41家快递
企业恢复运营，复工率均达95%以上。

全员复工，有力推动线上线下互
通。益阳通过举办线上“春风行动”和网
络直播招聘会，收集650家用工企业信
息，发布用工岗位信息3.3万个，达成就
业意向8900余人。同时,通过加强与浙
江宁波、广东韶关等劳务协作地联系，
为农民工返岗复工提供“点对点”服务，
帮助3000余农民工直达务工地点。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周旒阳 陈渊

早春二月，虽然料峭春寒有些冷
意，但在中国黑茶之乡安化县的所见所
闻，让记者感受到一股浓浓春意扑面而
来，使人感到舒适和惬意。春天，孕育着
茶产业的希望……

茶园泛新绿
“茶叶生产加工是我们芙蓉山农

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现在正值春茶管
理和下肥的时候，我们要抓住生产时
节，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把茶叶产
量搞上去。”2月25日，安化县亦神芙蓉
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潘亦可说道。

走进安化县仙溪镇芙蓉村的茶
园，但见茶树吐蕊，长出一片片新叶。
戴着口罩的茶农相互之间保持 3 米以
上距离，正在修剪茶枝，管护茶园。

仙溪镇芙蓉村为“芙蓉仙茶”的原
产地，芙蓉村 8000 亩茶园基地正有序
开展春茶施肥、茶园修剪等培管工作，
用工人数已累计达千余人。

潘亦可介绍，3月份将是每年春茶
采摘的关键时期，再过一段时间，今年
的第一批“明前茶”就要面市。

目前，仙溪镇2万余亩茶园生机勃
勃，长势良好。该镇主要负责人说，今
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县里出台了

“真金白银”的 6 项举措，助力新春生
产。像在疫情防控期间购置的采茶机
械，在享受农机补贴的同时，再按购机
金额的 10%给予奖补，与县内茶叶机
械化采摘专业服务队伍签约的茶叶种
植专业合作社、种茶大户，按春茶采摘
总服务费用的10%给予奖补。

车间现繁忙
中茶湖南安化第一茶厂有限公司

始建于 1902 年，是世界 500 强之一中

粮集团有限公司成员企业。走进厂区，
茶香中混杂着一丝酒精的味道。公司
副总经理陶优瑞介绍，企业 2月 6日复
工，是安化上规模的黑茶企业里第一
个复工复产的。复产后，工作人员对茶
厂进行全面消毒，生产场地用酒精擦
洗和紫外线消毒，每天都有专人登记
职工的身体状况并按时上报。目前，该
公司上岗 78 人，已恢复包装生产线生
产，2月底将全面恢复生产。

龚敏是安化县科工局干部,最近被
派到安化第一茶厂协调解决防疫物资
和协助企业完善防疫制度。他说，现在
企业食堂不开餐，员工自带分散就餐。

疫情发生后，安化县共派出100余
名企业防疫联络员,下沉到茶叶企业，
指导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据了解，截至
2 月 24 日，安化 62 家以上规模茶企已
复工56家，复工率达90%。

线上俏新品
春节后这些天的每天下午2时至3

时，湖南云上茶业总经理刘波都要在
抖音进行一场直播，内容涵盖了种茶、
制茶、选茶、泡茶以及安化黑茶文化、
云台山大叶种的优势等知识介绍。开
播以来，受到各地茶友、经销商的好
评，完成销售额200多万元。

刘波说，公司这么做是为了响应
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线上营销的“新
政”，安化县在快递奖补、线上推广费
投入、签约20万以上粉丝的主播直播、
粉丝的内容达人发布安化黑茶相关图
文视频内容 4 个方面都给予奖补, 奖
补资金总计100万元。

据安化黑茶离岸孵化中心负责人
介绍，春节前入驻该中心的茶企就已经
参加了天猫官方的“春节不打烊”活动，
目前线下门店虽未开门，但线上推新品
的销售情况却不降反升，进一步提升了
安化黑茶在整个茶类中的排名。

养活一团春意思
——安化县黑茶企业复工复产见闻

热火朝天
2月25日，嘉禾县坦塘工业园众合铸业有限公司，工人在灌注铸件。连日来，该县出台多项措施，帮助企业解决各

种问题，确保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目前，园区内40余家企业，处处呈现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黄春涛 摄

通讯员 王茜霆 周艳梅
曾剑

湖南日报记者 黄晗

“各位乘客，请先将
大小行李过安检，经过
体温检测后，在候车厅
稍作休息，车子很快出
发……”2 月 25 日上午，
来自武冈各地的79名外
出务工群众乘坐“农民
工外出务工交通专线”，
踏上了返岗复工之路。

当前，各地企业陆续
复工复产。为让外出务工
人员安全、快速返岗，2月
24日起，武冈市开通“农
民 工 外 出 务 工 交 通 专
线”，共安排 6 条线路分
别开往广东深圳、东莞、
佛山以及长沙汽车西站
等地。免费的交通专线，
让企业和务工人员吃下
了“定心丸”。

为确保特殊时期安
全出行，武冈市交通运输
局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专
门组建了一支约20人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队，为外出务工群众提
供服务。志愿者们会提前
一天电话告知报名的当
地外出务工人员乘车时
间、地点和相关注意事
项。每天一大早，志愿者
们又会赶到候车室门口，
和车站工作人员一起引
导外出务工乘客进行体

温检测、过安检、登记确认乘坐信息，并帮
助免费发放矿泉水和防护口罩等物资。

“政府开通交通专线免费包车服务，
对我们外出务工来说是一场‘及时雨’！”
登上免费专车，接过志愿者送上的口罩
和矿泉水，在东莞一家塑胶制品公司工
作的欧小欧难掩心中的喜悦。

受疫情影响，他年前返乡后就一直
没能返岗复工。在他看来，这次返岗过程
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难忘。“感谢政府对
我们的关怀。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工作，不
辜负大家对我们的帮助。”欧小欧说。

武冈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介绍，为保
证安全出行，目前每趟专车的客座率控制
在50%以内，每趟车乘车人数不超过25
人。自24日开通以来，免费专车已顺利帮
助159名外出务工群众踏上返岗路程。

“谢谢你们关心，我们已顺利到达！”2月
25日下午，志愿者马迷娜对前一天出发的
返岗务工人员进行了电话随机回访。得知一
切顺利后，她深感欣慰：“电话那头的一声感
谢，让我们真切体会到了工作的价值。他们
顺利返岗复工，我们也由衷感到高兴。”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欧阳林 梁军

2 月 25 日，阳光耀亮江南岸。湘
阴县东塘镇湖湾村村民张星与妻子
蒋婷，从湖南城陵矶新港区新金宝集
团岳阳分公司安排的“夫妻”宿舍出
发。8时，他俩洗手，脱鞋，进入无尘无
噪音厂房，进行安装打印机流水线作
业。这是他们夫妻共同就业的第一
天，张星春风满面：“新鲜又充实。”

从找工作到上岗，只花了 5 天；
从湘阴到岳阳，有 10 多位干部为这
对贫困夫妻操尽了心。这是张星、蒋
婷始料不及的。

张星、蒋婷都是 90 后，7 年前结
婚，生了小孩。4 年前，张星的母亲突
患重病，掏空了家里积蓄，还欠了不少
债，张星家被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了生计，张星外出打拼，蒋婷
则在家留守。如今母亲病好了，两口
子商定：就近共同就业。

可一时半会，到哪去找离家近的
工作？“岳阳市委、市政府正全力推进
企业复工复产，还成立招聘团队专门
为企业招工，你俩去试试。”2 月 20
日，镇扶贫办主任冯练找上门来，“新
金宝集团岳阳分公司下来招工了，工

资不低。”
张星和妻子喜上眉梢。
特殊时期，夫妻俩在当地被安排

做完身体检测，进行了面试。条件合
格！

2月22日，夫妻俩启程。一大早，
村妇委会主任李定芝租来小车，送他
们到县人社局集合。在这儿，县人社
局局长王剑已安排专车，送张星等
30人一起去岳阳就业。

22 日 11 时许，张星等到达城陵
矶新港区。登记、填表、交流，不到 1
小时，张星和妻子就办好了入职手
续。现场，夫妻俩被告知还能住上夫
妻房，这可把他俩乐坏了。

在城陵矶综保区企业服务局干
部陶卓和新金宝物管员邵红平带领
下，张星和妻子来到宿舍区，入住 6
栋501室。

身体无恙，方能入职。23 日，张
星夫妻被“隔离”一天，进行核酸检
测。

24 日，张星夫妻接受培训，签了
就业合同。

当天傍晚，城陵矶新港区干部陈
煜领着记者，来到新金宝岳阳宿舍区，
去寻张星的新家。只见 9栋高楼鳞次
栉比、灯光明亮。经过体温检测，记者

来到501室，小两口正“宅”在家呢。
约 40平方米的房间内，除了床，

还有衣柜、书桌、空调、热水器、洗脸
间、厕所。室内阳台晾衣杆上，挂着还
未干透的衣服。“家”的气息扑面而来。

走廊东头，有开水房，是 5 级过
滤的直饮水，有开水和温水之分。楼
层两头，是公共阳台，都安装了防护
栏、摄像头。西阳台上还摆放了洗衣
机。“摄像头是全时空无死角的。”陈
煜告诉记者。

开饭了。记者跟着张星夫妻，去
食堂一楼。食堂外的地面，被标注了
很多整齐的蓝色标线，都相隔1.5米。
员工们戴着口罩，在标线上排队。

吃完饭，记者陪张星上食堂楼上
转转。原来，二、三楼也是食堂，四、五
楼分别是篮球场和健身馆。

感觉怎样？记者问。“太好了！”张
星快人快语。

“这3天，饭钱是自己出吗？”记者
又问。“听说是岳阳市政府买单，每天
还给我们每人发两个口罩。”张星有些
兴奋，“吃住环境好，工资还不少。我俩
加起来，一个月可拿8000元。”

“公司还帮我们买‘五险一金’！”
蒋婷插话道，“我就不相信，靠我们两
双手，还脱不了贫？”

益阳高效恢复城市正常运转
超市、便利店、农贸市场等营业率均达90%以上

湖南日报2月 25
日讯(记者 李杰 通讯
员 汪新宇 刘杰)连日
来，沅澧大地呈现一片
繁忙的春耕景象。2 月
25 日，记者在澧县城
头山镇车溪河社区看
到，村民李运生正开着
拖拉机在犁田。

李运生是当地种
粮大户，承包了600多
亩稻田。他告诉记者，
虽然春耕才开始，但他
已与湖南洞庭春米业
签订了种植订单协议，
销售不用愁。

常德市今年继续
深入开展粮食稳定增
产行动，计划播种粮食
900 多万亩，比去年略
有增长。其中，水稻播
种面积810多万亩，旱
粮 90 多万亩。该市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帮助种粮
大户、家庭农场主备战春耕，该市全力组
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创新服务方式，
一方面做到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另
一方面促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为推进
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

湖南日报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杨欢

“听说好多企业复工了，还需要
人消毒吗？缺人叫上我！”2月25日，宁
乡市夏铎铺镇六度庵村建档立卡贫困
村民刘泽辉拨通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陶
建平的电话，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请
求——义务参与企业复工防疫。这不是
刘泽辉突发奇想，早在2月12日，夏铎
铺镇疫情防控志愿队里加入了几个新
成员，而他们都来自建档立卡贫困户。

2 月 12 日 8 时许，刘泽辉赶到六
度庵村村部报到。不一会，同为贫困
人员的刘银、彭立军、吴胜才、江利辉
也陆续到来。戴上口罩，披上“红马
甲”，他们作为六度庵村疫情防控志愿

队队员，与村里 2名党团员志愿者一
起，前往宁乡高新区，为湖南龙凤机
械、湖南博帮重工等13家企业进行喷
药消毒。一天下来，几人累得汗流浃
背，共稀释喷射了一吨84消毒液。

消毒完毕，长沙茂洋新材料有限
公司董事长童志强拿出整条香烟酬
谢，大伙儿纷纷婉拒：“我们来不是图
报酬，是来感恩的。”

恩情从何而来？陶建平向记者展
示了村里扶贫工作台账，上面记载着
企业对贫困户的帮扶明细：“去年，宁
乡高新区多家企业为贫困户捐献钱
物或消费扶贫，总额超过10万元。而
这种帮扶，已连续开展多年。对此，贫
困户们记在心里。”

“我们几人都是养鸡户，一到年
底，企业老板就会来买走我们的土
鸡。去年底，有个老板来我家买了 25
只鸡，我赚了 3740 元。”江利辉高兴
地告诉记者，这两年她和丈夫在高新
区企业上班，走路几分钟就到了厂
里，夫妻俩每月务工收入加起来有
6000 元以上，供养两个分别读大学
和初中的女儿已变得轻松。

在为企业喷药消毒时，刘泽辉还
在自己的一辆二手面包车上张贴着

“感恩回报”4个大字。他说：“他们来
买鸡，主要是为了帮我们。现在，我每
年 在 村 子 里 扫 扫 马 路 ，还 能 拿 到
4000元报酬。这些都是特殊照顾，要
懂得感恩回报。”

长沙今年铺排市政基础设施项目476个
年度预计投资457.3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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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上岗，还住上了夫妻房
——湘阴一对贫困夫妻快乐就业记

宁乡贫困户组队助企业复工——

扶贫老板被“帮扶”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眼看着一个月旺季即将泡汤，门
面租金、物业管理费、仓库租赁费、员
工工资……原定于 2 月 5 日开市的株
洲芦淞服饰市场群，至今仍大门紧闭。
10 万余名从业人员，从“放假很嗨”转
为“放假很慌”。

“求生存，活下去！”面对疫情带来
的重创，芦淞服饰市场群经营者危中
寻机，通过快手、抖音蘑菇街、微信等
网络平台，进行“直播带货”，从网上蹚
出一条新路。

无接触销售带来突破
“亲们，大家久等了，欢迎走进我

们的直播间……”2月23日15时，动感
音乐配上熟悉的开场白，70 后“大叔”
龙立勇和“网红”妻子王琴准时出现在
手机屏幕前，准备再次刷新销售业绩。

占地1.5平方公里、拥有38个各类
服饰鞋帽专业市场的芦淞市场群，这
样的直播间不少。

“相对于传统电商，消费者在抖音
平台交易，能更直观看到商品及上身
效果，自然更受欢迎。”王琴说。

事实证明，在特殊时期，这种“无接
触”销售，不仅满足了防疫要求，更成为
服饰市场商户危中寻机的突破口。

“每场直播线上销售额可破万元，
说明消费者很接受这种方式。”湖南天
泽华丽电子商务公司执行总经理黄大
力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培训一批新“主
播”，继续发力直播销售。

在该公司直播间，白色 T 恤配上
浅色牛仔裤，“主播”谢凌艳正精心为
网友推荐服饰搭配。她告诉记者，市场

受疫情影响迟迟不能复工，但电商直
播却使销量“噌噌”往上涨。

数据显示，疫情防控期间，芦淞市
场群经营户通过网红直播，在快手、蘑
菇街等线上平台销售服饰的商户，占
全市场群30%。

春寒挡不住生产热情
线上直播，为实体经营走出危机

找到了突破口。
早在2月4日，欧微服饰公司创始人

李玉龙就要求全员复工。不过，1000余
名员工没有出现在各个实体门店，而是
把微信群、朋友圈作为了新的工作地点。

欧微服饰通过网络平台，营业额增长
超乎预期——2月4日至10日，微信群秒
杀活动成交700多万元；2月18日尝试

“直播带货”，目前销售已超1000万元。
线上销售填补了疫情防控期间线

下实体空白。经销商化危为机，也进一
步激发了服装产业链企业复工复产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

株洲尊嘉服饰设计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企业，
借助网络直播，其产品销售火爆，公司
正加班加点组织生产。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每个工人需
要间隔坐开，员工到岗率只有一半，人
手不够啊。”公司副总经理戴永红告诉
记者，除了生产自身产品，代工订单也
不少，“根本搞不赢”。

“一场直播，单场卖出1万件衣服。”
芦淞白关服饰产业园狐轩服饰自产的上
亿元服装库存，同样没有空等“春暖花
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直播销售
效果，他们考虑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到网络
直播平台，生产计划等也将作相应调整。

株洲芦淞服饰市场——

“直播带货”蹚新路


